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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印度洋南部春季网采浮游植物群落特征及长期变化

李摇 艳1,2,3,摇 孙摇 萍2,3,摇 袁摇 超2,3,摇 孙开明2,3,摇 王宗灵2,3,摇 张学雷2,3

(1. 中国海洋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2.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山东 青岛

266061;3.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 海洋生态与环境科学功能实验室,山东 青岛 266071)

摘摇 要:于 2013 年 3 月至 5 月采集了东印度洋南部(10. 0毅S-4. 0毅N,83. 0毅E-102. 0毅E)浮游植物样品,分
析了其种类组成、生态类型、优势种类和细胞丰度等群落结构特征参数。 为探寻全球气候变化影响下的热

带印度洋浮游生态系统的长期变化,收集整理了该相近区域 1960 年、2016 年的浮游植物数据,综合分析

了其浮游植物种类组成和优势种的变化规律。 结果表明:本研究共鉴定浮游植物 4 门 350 种(含变种、变
型),其中,硅藻 48 属 162 种,甲藻 24 属 183 种,金藻 2 属 4 种。 生态类型以热带外洋性种、暖水性种为主。
优势种组成中硅藻种类占明显优势,如美丽漂流藻 Planktoniella formoa、菱形藻 Nitschia spp、角毛藻

Chaetoceros spp. 、佛朗梯形藻 Climacodium frauenfeldianum 和距端假管藻 Pseudosolenia calcaravis,甲藻有夜

光梨甲藻 Pyrocystis noctiluca 和波状新角藻 Neoceratium trichoceors。 细胞丰度分布不均,调查区东南部细胞

丰度较高为 140. 3伊103cells / m3,低值区的细胞丰度多在 103cells / m3,赤道临近水域在 104 cells / m3。 与60 a
前相比,浮游植物种类总数、甲藻和硅藻种类数均有所上升,甲藻种类数均高于硅藻;几次研究均显示硅藻

类群是东印度洋海域的优势类群,角毛藻属的优势种类明显增加。
关键词:东印度洋;浮游植物;群落结构;长期变化

中图分类号:Q948摇 摇 摇 文献标识码:A摇 摇 摇 文章编号:1007鄄6336(2019)06鄄0825鄄08

收稿日期:2018鄄11鄄20,修订日期:2019鄄01鄄23
基金项目:全球变化与海气相互作用专项(GASI鄄03鄄01鄄03鄄03,GASI鄄02鄄IND鄄STSspr);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41506191)
作者简介:李摇 艳(1974鄄),女,副研究员,山东菏泽人,研究方向为浮游植物生理与生态学,E鄄mail:liyan@ fio. org. cn
通讯作者:张学雷(1973鄄),男,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热带海洋生态学,E鄄mail:zhangxl@ fio. org. cn

Phytoplankton assemblage and their inter鄄annual variation in the south
sector of Eastern Indian Ocean in spring

LI Yan1,2,3,摇 SUN Ping2,3,摇 YUAN Chao2,3,摇 SUN Kai鄄ming2,3,
WANG Zong鄄ling2,3,摇 ZHANG Xue鄄lei2,3

(1. College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 266100,China; 2. Key Lab of Sci鄄

ence and Engineering for Mar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irst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Qingdao

266061,China; 3. Laboratory of Marin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Qingdao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Qingdao 266071,China)

Abstract:Phytoplankton net samples were collected in the south sector of Eastern Indian Ocean (10. 0毅 S-4. 0毅N,
83. 0毅E-97. 5毅E) from March 13 to May 7,2013. Phytoplankton community structure features were analyzed,inclu鄄
ding species composition,ecotypes,cell abundance,dominant species,and diversity. To understand the inter鄄annual
variation of phytoplankton community under the context of climate change,we also compiled previous phytoplankton
community data in the 1960s and 2013,and compared with present study. Of the 350 taxa ( including variation,form
and unidentified taxa),162 taxa of 48 genera in Bacillariophyta,183 taxa of 24 genera in Dinophyta and 4 taxa o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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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 in Chrysophyta were recorded. The dominant phytoplankton ecotypes were tropical oceanic species and warm o鄄
ceanic species. The dominant species were mostly Bacillariophyta,such as Planktoniella formoa,Nitschia spp. Chaetoc鄄
eros spp. , Climacodium frauenfeldianum and Pseudosolenia calcaravis,while the others belonged to Dinophyta (Pyro鄄
cystis noctiluca and Neoceratium trichoceors). The highest cell abundance of 140. 3伊103cells / m3 were recorded in the
southeast of surveyed area,and intermediate level of 104cells / m3 were found around the equator. In the last 60 years,
the taxa number of phytoplankton community,including both Bacillariphyta and Dinophyta,increased. Dinophyta had
higher species number than Bacillariophyta. However,Bacillariophyta always dominated phytoplankton community in
the Eastern Indian Ocean,and the number of dominant species belonging to Chaetoceros spp. increased remarkably in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Key words:Eastern Indian Ocean;phytoplankton;community structure;inter鄄annual variation

摇 摇 浮游植物是海洋食物链初级生产者,其群落

和结构在食物网动力过程[1] 和生物地球化学循

环[2] 起着重要作用。 海洋生态系统 90% 以上的

总初级生产力由浮游植物贡献,提供了渔业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3]。 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正

在极大的改变着海洋生物的分布格局,进而对生

态系统生物群落结构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产生影

响[4]。 大洋浮游生态系统是目前海洋生态学研

究的热点之一,认识大洋浮游生物的丰度和生物

量是理解这个生态系统的重要一步[5]。
印度洋受季节转换明显的季风影响,是全球

热量、盐度、碳和营养物质(硝酸盐、磷酸盐和硅

酸盐)运输重要的组成部分[6]。 印度洋日益成为

世界各国海洋学家研究的热点,对其均表现出很

大兴趣。 国际上对印度洋的研究,始于第一次国

际印度洋科学考察计划 ( International Indian O鄄
cean Expedition,1957鄄1965,以下简称 IIOE鄄1),成
果丰硕。 因为 IIOE鄄1 极大推动了印度洋海洋科

学的革命性进步,2015 年顺利启动了第二次国际

印度洋科学考察计划(Second International Indian
Ocean Expedition,2015鄄2020,以下简称 IIOE鄄2),
涵盖大气、海洋、地质学科,空间上从近海环境延

伸到深海过程,营养层次上从微生物、浮游植物到

顶级掠食者[7]。 近些年,我国不但积极参与印度

洋相关的国际合作计划,同时也发起和资助了系

列计划,如科技部和国家基金委共同资助的国际

合作研究计划“太平洋鄄印度洋暖池冶研究计划,同
时也开展了该区域的现场观测项目,如全球变化

及海气相互作用专项、大洋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开放共享航次等。 尽管开展了上述系列计划

(或项目),但关于东印度洋南部浮游植物群落结

构的文献资料较多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即
IIOE鄄1 研究成果,此后的资料却鲜有见到,仅有薛

冰等运用 2012-2016 年数据,分析了春季季风期

间东印度洋赤道及其附近海域浮游植物群落结

构[8鄄9],未有浮游植物群落结构长期变化的研究或

报道。
基于此,本论文拟通过对 2013 年春季东印度

洋现场观测的浮游植物数据,研究该海域浮游植

物群落种类组成、生态类型、优势种类及生物量的

分布特征,并与上世纪六十年代相近海域的数据

进行比较,综合分析浮游植物主要群落结构特征

的长期变化规律,为建立印度洋浮游植物数据库

提供基础数据,为探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其

影响提供数据支撑。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调查站位和区域概况 摇
为探讨东印度洋浮游植物群落特征,本研究

依托全球变化与海气相互作用专项之印度洋水体

调查航次,在 10毅S-4毅N,83毅E-97. 5毅E 区域内布

置三条横断面,一条纵断面共计 88 个站位(澳大

利亚科科斯基林群岛周边未有调查站位),调查

于 2013 年 3 月 13 日至 5 月 7 日进行,调查船为

“向阳红 09冶 科学考察船。 三条横断面自北向南

分别为 I04、I05 和 I06,其中 I04 断面沿赤道自 83毅
E-94毅E,I05 断面沿 5毅S 自 88毅E-97. 5毅E,I06 断

面沿 10毅S 自 85毅E-102毅E,纵断面为 I07 断面,沿
88毅E 自 10毅S-4毅N(见图 1)。

印度洋为典型的热带海洋气候,常年高温,雨
水丰富,季风现象显著。 强烈的季风扰动了大洋

上层海洋生态系统,对浮游生物群落有显著影响,
季风转换是印度洋局部初级生产力季节性转换的

首要驱动力。 调查区内有一条走向基本与 90毅E
较一致的海岭,亦称为 90毅海岭或卡彭特海岭,地
形构造影响水动力环境进而影响浮游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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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2013 年春季东印度洋调查站位

Fig. 1 Location of investigated stations in spring in the
Eastern Indian Ocean

1. 2摇 取样和分析方法

调查所用仪器与采样操作规程均按照国家标

准《海洋调查规范第 6 部分:海洋生物调查 GB / T
12763. 6鄄2007》和专项海洋生物调查技术规程执

行。 采样网具为小型浮游生物网(网口内径 37
cm,网口面积 0. 1 m2,网长 280 cm,筛绢孔径为 77
滋m),采样方式为在每个观测站位自 200 m 至表

垂直拖取,样品用缓冲甲醛溶液固定,终浓度为

5% ,实验室内浮游植物样品经沉淀浓缩,取 0. 5
mL 亚样品在 NIKON TE2000鄄U 荧光倒置显微镜

下进行浮游植物物种鉴定和数量统计。
1. 3摇 主要收集整理的历史资料

本区域目前所能查询和收集到的浮游植物群

落结构的资料,主要是 IIOE鄄1 文献和薛冰等学者

的研究[8鄄9]。 因此,本文主要与上述资料进行比

较,分析近 60 a 来相近区域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的

长期变化[10]。 包含水采和网采两种样品[9],本研

究的数据是基于网采样品,加上鉴定分析仪器的

差异(显微镜的精密和清晰度),以及计数方法的

不同(离心法和沉淀法),导致浮游植物细胞丰度

的长期变化缺乏可比性,因此本文仅就浮游植物

种类数、硅藻、甲藻种类数和优势种的长期变化进

行比较分析。

2摇 结果与讨论

2. 1 摇 2013 年春季东印度洋海域浮游植物群落

结构

2. 1. 1摇 浮游植物种类组成和生态类型

2013 年春季东印度洋海域共鉴定浮游植物 4
门 350 种(含变种、变型),其中,硅藻 48 属 162
种,甲藻 24 属 183 种,金藻 2 属 4 种,占总种类数

分别为 46. 29% 、52. 29% 和 1. 14% ,蓝藻直接鉴

定到门。 其中硅藻以角毛藻 Chaetoceros 的种类最

多,鉴定出 36 种类,占春季硅藻总种类数的

22. 2% ,其次是根管藻 Rhizosolenia 和 圆 筛 藻

Coscinodiscus,分别有 24 和 17 种类。 甲藻以大洋

中广泛分布的新角藻(角藻)Neoceratium 种类最

多,出现 76 种,占甲藻总种类数的 41. 5% ,其次

是原多甲藻 Protoperidinium 24 种,鳍藻 Dinophysis
15 种,双管藻 Amphisolenia 10 种。 生态类群主要

是热带大洋性种类,但热带近岸种、暖水性种等也

有较多出现,浮游植物区系明显属于热带鄄亚热带

生物区系。
2. 1. 2摇 浮游植物优势种组成

浮游植物优势种硅藻占明显优势,美丽漂流

藻、菱形藻、佛朗梯形藻、角毛藻和距端假管藻为

主要优势种。 其中,美丽漂流藻优势度最高为

0. 071,该种出现频率较高,为 0. 98,平均细胞丰

度为 0. 97 伊103 cells / m3,其细胞丰度占东印度洋

春季网采浮游植物总细胞丰度的 7. 28% 。 菱形

藻是该海域第二优势种,优势度为 0. 068,尽管出

现频率为 0. 72,但平均细胞丰度较高,其丰度所

占比例为 9. 46% 。 角毛藻、大西洋角毛藻那不勒

斯变种、多瘤面角毛藻和短叉角毛藻等角毛藻类

群出现频率也较高,平均细胞丰度为 1. 68 伊103

cells / m3,对总细胞丰度贡献高达 12. 72%。 此外,
佛朗梯形藻、距端假管藻对总细胞丰度贡献分别为

6. 98%和 4. 96%。 甲藻中仅夜光梨甲藻和波状新

角藻成为优势种,两者几乎在每站位均有检出,但
平均细胞丰度低,仅0. 36伊103 cells / m3和0. 30 伊103

cells / m3。 2013 年东印度洋春季网采浮游植物优势

种优势度、出现频率和丰度比例详见表 1。
2. 1. 3摇 浮游植物细胞丰度与分布特征

浮游植物细胞丰度各站位分布不均匀,在调查

区的西南部出现浮游植物高值水团,由 I0715 站位

(88毅E,7毅S)拉动,细胞丰度为 140. 3伊103 cells / m3,
主要种类为菱形藻和角毛藻。 而与其毗邻的东南

部水域出现了细胞丰度大面积的低值区并向赤道

入侵,最低位于 I0621(93. 5毅E,10毅S)站,细胞丰度

仅为 0. 5 伊 103 cells / m3,最高值是最低值的近

300 倍,这一低值区的细胞丰度多在103 cells / m3,
而调查区北部即赤道附近水域浮游植物细胞丰度

在104 cells / m3,局部镶嵌有一个小高值和一个小低

值区,整个调查区浮游植物平面分布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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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摇 2013 年春季东印度洋网采浮游植物优势种

Tab. 1 Dominant species of phytoplankton in the Eastern Indian Ocean in spring

优势种 类群 平均细胞丰度

/ 伊103 cells·m-3

占总细胞丰度

比例 / (% )

出现频率( fi) 优势度(Y)

美丽漂流藻

Planktoniella formosa
硅藻

0. 97
7. 28 0. 98 0. 071

菱形藻

Nitschia spp.
硅藻 1. 25 9. 46 0. 72 0. 068

佛朗梯形藻

Climacodium frauenfeldianum
硅藻 0. 92 6. 98 0. 59 0. 041

角毛藻

Chaetoceros spp.
硅藻 0. 70 5. 30 0. 72 0. 038

距端假根管藻

Pseudosolenia calcar鄄avis
硅藻 0. 66 4. 96 0. 65 0. 032

夜光梨甲藻

Pyrocystis noctiluca
甲藻 0. 36 2. 71 0. 99 0. 027

波状新角藻

Neoceratium trichoceors
甲藻 0. 30 2. 26 0. 98 0. 022

地中海细柱藻

Leptocylindrus mediterraneus
硅藻 0. 36 2. 70 0. 74 0. 020

大西洋角毛藻那不勒斯变种

ChChaetoceros atlanticus v. neapolitana
硅藻 0. 34 2. 58 0. 71 0. 018

丛毛辐杆藻

Bacteriastrum comosum
硅藻 0. 43 3. 28 0. 55 0. 018

多瘤面角毛藻

Chaetoceros bacteriastroides
硅藻 0. 37 2. 81 0. 60 0. 017

短叉角毛藻

Chaetoceros messanensis
硅藻 0. 27 2. 03 0. 78 0. 016

图 2摇 东印度洋春季浮游植物细胞丰度平面分布

Fig. 2 The distribution of phytoplankton cell abun鄄
dance in Eastern Indian Ocean in spring

2. 1. 4摇 优势类群的丰度比例及分布

东印度洋春季浮游植物细胞丰度主要由硅藻

贡献,尤其是研究海区的中西部,硅藻丰度在

70%以上,最高可达 95% 。 硅藻的密集中心出现

在西南部,与浮游植物总丰度的分布相对应,可以

说,硅藻控制着总丰度的分布格局(图 3a)。 甲藻

丰度占比与硅藻呈负相关,在 90毅E 以东、赤道以

南的海域,甲藻丰度在 30% ~ 50% (图 3b),其他

大面积水域甲藻丰度占比小于 20% 。 硅甲藻种

类数占比与丰度有明显差别(图 3c ~ d),绝大部

分站位,硅藻比例低于 45% ,甲藻则高于 55% ,
95%以上站位甲藻种类数多于硅藻。 即:浮游植

物群落结构中种类数主要以甲藻为主,而硅藻对

细胞丰度的贡献较大。
2. 2摇 东印度洋海域浮游植物长期变化

2. 2. 1摇 浮游植物种类数的长期变化

浮游植物多样性是地球生物化学多样性的关

键驱动者。 浮游生物种类多样性被认为是最重要

的生物学特征,在群落内种类占比与时空分布影

响着系统的能量变化,为更好了解大洋中的生物

学过程,研究浮游植物群落的种类组成是必须

的[11]。 综合分析相近研究区域东印度洋浮游植

物的种类数变化(图 4a),2013 年总种类数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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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摇 东印度洋春季浮游植物硅甲藻种类和丰度所占比例

Fig. 3 The percentage of abundance and species of phytoplankton in Eastern Indian Ocean in spring

达到 350 种;其次是 2016 年[8],有 292 种;1960
年[10]鉴定出的数量最低,为 226 种。 浮游硅藻种

类数的长期变化与总种类数的变化趋势略有不

同,最高仍出现在 2013 年,为 162 种,其次是 1960
年,为 116 种,最低出现在 2016 年为 97 种。 从大

洋浮游硅藻主要包含的三大属来看(图 4b),2013
年鉴定出的角毛藻为 36 种,而 1960 年为 20 种,
少了近 50% ,圆筛藻属的种类,2013 年为 17 种,
1960 年为 13 种,根管藻为大洋浮游植物常见的

种类,2013 年鉴定出 24 种,1960 年仅为 11 种。
浮游甲藻种类数的长期变化与总种类数也略有不

同,最高年份为 2016 年,达到 187 种,2013 年次

之,为 183 种,1960 年最少,为 116 种。 新角藻、
原多甲藻不但是大洋常见的浮游甲藻,而且是包

含种类较多的两个大属,2013 年分别鉴定出 76
和 24 种类,1960 年仅为 24 和 10 种类。 尖甲藻

1960 年鉴定出 16 种,2013 年 8 种。 从图 4 可知,
近 60 a 来,浮游植物总种类数、甲藻和硅藻种类

数均呈现上升趋势,与近岸浮游植物群落结构明

显不同,大洋浮游生态系统中甲藻的种类数均高

于硅藻。
从现有资料分析显示,东印度洋南部浮游植

物种类数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现在,硅藻和甲藻

图 4摇 东印度洋浮游植物总种类数和主要属种

年际变化(a:总种类和硅藻、甲藻总类数;
b:硅藻、甲藻主要属种)

Tab. 4 Variation of the total phytoplankton species
and major genus in the Eastern Indian O鄄
cean

种类数均在增加,但不排除随着研究手段和分析

方法的进步,以及藻类分类资料的系统和完善,使
得我们能够认识鉴定到更多的浮游植物种类。 并

不能简单依靠几次的观测数据就得出浮游植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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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组成增多或减少的结论,要结合外部环境和长

时间序列的观测研究,尽可能去找出更接近客观

事实的规律。 IIOE鄄2 计划指出,当前印度洋浮游

植物研究热点主要有:(1)建立印度洋浮游植物

分布数据库以提高近些年对其群落变化的认识;
(2)初级生产速率和生物固氮;(3)物理海洋学过

程怎样控制浮游生物网;(4)印度洋生物碳泵对

气候变化的响应;(5)量化关键种和从不同生态

区域跨越到印度洋的物种的生物地理学模型(包
括种类分布范围) [12]。

海洋浮游植物种类组成一般由营养盐利用策

略和海流扰动所影响和控制[13]。 在大洋低纬度

开阔海区,营养盐浓度通常被认为是限制浮游植

物生长的主要因素。 有研究显示,N 是印度洋浮

游植物主要限制性营养元素[14]。 唐松等通过印

度洋海水营养盐添加模拟实验发现,N 的添加会

引起浮游植物的快速爆发,浮游植物优先利用海

水中的硝酸盐,在硝酸根耗尽后,海水中可被利用

的 P 会促进浮游植物的生长,N、P 联合作用对浮

游植物生长的影响远大于单独添加 N,而水体中

N / P 并不能单独决定浮游植物生长[15]。 也有研

究表明,层化会抑制硅藻的生长,而促进甲藻的生

长,从而使浮游植物群落向甲藻演替。 张文全基

于与本研究同步测定的营养盐发现,春季东印度

洋表层营养盐含量极低,在 75 ~ 100 m 层出现营

养盐跃层[16]。 层化阻碍营养盐的向上涌升,导致

表层海水营养盐缺乏。 营养盐浓度低会促进浮游

植物种类向个体更小的方向发展。 对于浮游植物

在全球变化各种驱动因子下的生理生态学和长周

期变动观测等是今后研究的重要方向,也将为理

解全球变化下的浮游植物鄄多样性鄄生态系统响应

与反馈机制提供基本信息[4]。
2. 2. 2摇 浮游植物优势种的长期变化

由表 2 可知,硅藻类群近几十年来一直是东

印度洋优势类群,而甲藻相对较少。 宽梯形藻、角
毛藻、漂流藻是研究海区多年来始终存在的优势

种类。 此外,羽纹硅藻类的海线藻、海毛藻在

1960 年记录较多,到 2013 和 2016 年,菱形藻有出

现。 应引起注意的是,角毛藻属的优势种类大为

增加,1960 年仅有均等角毛藻一种,而 2013 年的

研究结果除了有较多的角毛藻(Ch. spp. ),大西

洋角毛藻那不勒斯变种、多瘤面角毛藻、短刺角毛

藻均成为了优势种类,2016 年的结果与 2013 年

基本相同,紧挤角毛藻、洛氏角毛藻、大西洋角毛

藻那不勒斯变种、短刺角毛藻均成为影响浮游植

物群落很关键的种类。 此外,丛毛辐杆藻在 2013
年和 2016 年也成为优势种,角毛藻和辐杆藻一般

个体较小,绝大多数种类以相邻的毛刺相连而成

群体。 东印度洋南部浮游植物集群中的优势种

类,如宽梯形藻、角毛藻、菱形藻、地中海细柱藻和

丛毛辐杆藻等,均是多细胞相连的群体性种,单个

细胞较小,依靠相邻细胞的角毛或刚毛等形成长

链,进而在资源利用和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优

势类群中角毛藻属种类增加,除了对环境适应性,
是否小型化的趋势应有更多数据来验证。 在低营

养区,小细胞有大的表面积和体积比更有利于获

得营养盐[17]。 因此,可以推测在浮游植物细胞丰

度低时,营养盐限制是小型浮游植物种类共同成

为优势种类的控制因素。 中国近岸海域浮游植物

细胞小型化趋势明显[18],控制大洋浮游植物群落

组成的因素极其复杂,如营养盐、可利用光和两者

相互作用,种类生长率和死亡率[19]。 在受胁迫的

环境中,浮游植物种类的演替通过其自身调节细

胞生理机能[20] 和形态变化来实现[19]。 而 Sard鄄
essai[21] 认为在东印度洋赤道及南北附近海域

83毅E 纵向剖面上,Si 浓度在 0 ~ 300 m 变化范围

为 2 ~ 28 滋mol / L,300 ~ 1000 m 在 28 ~ 76 滋mol /
L,而 N 缺乏,春季 N / P 只有 8. 9 与 Redfield 值有

很大偏差。 近 60 a 来,东印度洋浮游植物群落结

构中角毛藻优势种的增加,可能与 Si 相对丰富有

关,大洋浮游植物对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响

应机制,需进行综合全面的分析研究,该海区优势

种类的演变趋势值得长期观测。
对东印度洋浮游植物的研究尽管有零星报

道,但对其的认识还处于初级阶段,印度洋作为海

洋现象特别明显的大洋,物理学过程究竟怎样控

制浮游生物网,在极低营养和极低甚至无光的环

境中,硅甲藻群落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适应

机制如何;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印
度洋浮游植物优势种、关键种和习见种发生着怎

样的演变等系列科学问题,促使我们对浩瀚的大

洋探索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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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东印度洋浮游植物历史数据比较

Tab. 2 Historical data of phytoplankton assemblage in Eastern Indian Ocean

年份 浮游植物种类数 硅藻种类数 甲藻种类数 优势种类 参考文献

1960 226 110 116 均等角毛藻 Ch. aequatoriale

宽梯形藻 C. frauenfeldianum

太阳漂流藻 p. sol

菱形海线藻 Th. nitzschioides

长海毛藻 Th. longissima

佛氏海线藻 Th. frauenfeldii

波状新角藻 N. trichoceors

掌状足甲藻 P. palmipes

多边屋甲藻 G. polyedricum

[10]

2013 350 162 183 美丽漂流藻 P. formonsum

菱形藻 Nitzschia spp.

宽梯形藻 C. frauenfeldianum

角毛藻 Chaetoceros spp.

距端假管藻 P. calcar鄄avis

地中海细柱藻 L. mediterraneus

大西洋角毛藻那不勒斯变种

Ch. atlanticus v. neapolitana

丛毛辐杆藻 B. comosum

多瘤面角毛藻 Ch. bacteriastroides

短刺角毛藻 Ch. messanense

夜光梨甲藻 P. noctiluca

波状新角藻 N. trichoceors

本研究

2016 292 97 187 宽梯形藻 C. frauenfeldianum

地中海细柱藻 Lep. mediterraneus

紧挤角毛藻 Ch. coarctatus

洛氏角毛藻 Ch. lorenzianus

大西洋角毛藻那不勒斯变种

Ch. atlanticus v. neapolitana

短刺角毛藻 Ch. messanense

柔弱伪菱形藻 P. delicatissima

鼓形拟脆杆藻 F. doliolus

丛毛辐杆藻 B. comosum

美丽漂流藻 P. formonsum

夜光梨甲藻 P. noctiluca

[9]

3摇 结摇 论

2013 年春季东印度洋南部海域共鉴定浮游

植物 4 门 350 种(含变种、变型),其中,硅藻 48 属

162 种,甲藻 24 属 183 种,金藻 2 属 4 种。 生态类

型以热带外洋性种、暖水种、热带近岸种为主。 美

丽漂流藻、菱形藻、宽梯形藻和角毛藻是主要优势

种类,硅藻是浮游植物总丰度的主要贡献者,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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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贡献率远小于硅藻,但种类多,在各站位出现频

次高,属于大洋中的习见种。
从现有资料研究分析,近 60 a 来,浮游植物

种类总数、硅藻和甲藻种类数均有所上升。 历次

研究均显示,大洋浮游生态系统中甲藻的种类数

均高于硅藻,然而硅藻集群是东印度洋浮游植物

优势类群,甲藻优势种的种类却相对较少。 角毛

藻属的优势种类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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